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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髮雖被稱為「三千煩惱絲」，但為脫髮煩惱的人都恨不得

將這些煩惱絲搬回頭上。近年香港男士的脫髮有年輕化趨勢，

有些早於二十多歲就出現脫髮，而一些女士也面對脫髮問題。

正因有這需求，坊間便出現各式各樣防禿、防脫及生髮服務及

產品。本會收集了一些服務及產品的宣傳資料及標籤資料，向

中西醫及藥劑師等專家尋求意見，供消費者參考。

 藥品篇

兩種註冊藥物有效但須提防
副作用

常用於治療雄性禿頭的註冊藥物有

外用的非處方藥物米諾地爾（Minoxidil）及

口服的處方藥物非那甾胺（Finasteride）。消

費者須注意，無論是否處方藥物，在使用藥

物前，必須先請教醫生及藥劑師，指導適當

診斷及用藥，才能確保安全。

深入探討
生髮產品及服務的功效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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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去髮型屋弄頭

髮，髮型師會替我的頭部做

按摩，自己洗頭的時候，也會花幾分鐘按

摩頭皮，舒緩緊張的情緒，頭髮也更健康。

頭髮生長有周期
在研究生髮服務及產品的同時，也得瞭解頭髮生長的三個階段：

● 生長期（Anagen Phase）

頭髮正在生長，細胞在髮球莖上部生長至形成髮幹，髮幹的直徑

及長度會不斷增加，時間維持2至6年，實際時間因人而異。

● 退化期（Catagen Phase）

頭髮停止生長，毛囊體積變小，頭髮色素的形成亦停頓，此階段

約維持1至2星期。

● 休止期（Telogen Phase）

頭髮於梳洗時自然脫落，又或由新長出的頭髮將已退化的頭髮

推脫，平均每天高達一百條頭髮這樣脫落。

男性荷爾蒙引起「M字頭」
大 約 半 數 四 十 歲 至 五 十 歲 的 男 士 會 開 始 出 現 雄 性 禿 頭

（Androgenetic alopecia），而一些男士更於二十多歲就出現脫髮現象，

女性亦可發病。患者一般由太陽穴及頭頂開始脫髮，髮線向上移，形成

俗稱「M字頭」的現象，隨 年齡增長，頭髮逐漸變得稀薄，最後成為局

部或完全禿頭。

香港皮膚及性病學會黎湛暉醫生表示，出現雄性禿頭的原因是

患者毛囊內的5-α-還原 （5 alpha-reductase，簡稱5AR）活性高，引致

大量產生男性荷爾蒙二氫睪酮（Dihydrotestosterone，簡稱DHT），令頭

髮生長期縮短。而現代生活壓力亦可能令病況加速及加深。

病後或創傷後脫髮
病後或創傷後脫髮亦是常見的脫髮原因，例如大病、發高燒、手

術後、產後或受到嚴重精神創傷後，病後三個月內，頭髮會從生長期轉

至休止期而脫落，大約在半年內可慢慢自動康復。

頭髮小資料

米諾地爾

治療脫髮用的米諾地爾是塗搽於頭

皮上的藥液或 喱，主要分兩種濃度，5%較

適合男性，而2%則男女均可。一般要連續使

用兩個月以上才可增加頭髮數量，而停用

數月後會回復原狀。如連續使用一年仍沒

有明顯改善便應停用。副作用一般有刺激

性皮膚炎、過敏接觸性皮膚炎。

生署藥劑服務部網頁的資料顯示，

共有25款含米諾地爾的藥物在本港註冊，

市面有多款外用的米諾地爾藥

品出售，價格差異頗大，消費

者可諮詢醫生及藥劑師後作出

適當選擇。

其中10款的米諾地爾濃度為5%，14款2%，

另1款含3%。

未滿18歲或超過65歲人士不宜使用，

患有脫髮的女性也可使用，但懷孕或哺乳

的女性則不適合。如出現對米諾地爾及產

5選擇36111·2006

平日吃早餐、午飯，會留心餐

單含有蛋白質、碳水化合物，

不要太多澱粉質，要有菜；

也會注意睡眠充足。

看一個男孩子，我會先留意他的頭髮、

髮型。身邊有位靚仔，髮質經已受損，

再染成淺髮色，吸引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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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成分的過敏反應，例如使用後頭皮出現

紅腫、灼熱、敏感、感染或疼痛的情況，應停

止使用。此外，製造商建議患有心血管疾病

的人士要小心使用米諾地爾。

非那甾胺

非那甾胺原用於治療前列腺發大的

藥物，後來發展出使用低劑量（1毫克）的口

服非那甾胺來改善脫髮問題。此藥能抑制

5AR，需持續服用，約3至6個月後才見成效；

如停止服用，約6至12個月後會回復原狀。

副作用包括陽痿、性慾減退、乳房壓痛及變

大、睪丸疼痛等。由於非那甾胺可引致畸

胎，孕婦或將懷孕的婦女不可使用及應避

免接觸此藥。另外，男士在服藥期間，如配

偶已懷孕或有可能懷孕，當進行性行為時，

應使用安全套，以免藥物經由精液傳送到

對方體內，對胎兒造成影響。

生署藥劑服務部網頁的資料顯示，

共有4款含非那甾胺的藥物在本港註冊，分

別為2款含量1毫克的治脫

髮藥物及2款含量5毫克的

前列腺藥物。

黎湛暉醫生認為，米

諾地爾及非那甾胺均為註

冊藥物，須經醫生診斷後，

解釋清楚藥性及可能的副

作用後，方可購買及使用。

其中米諾地爾另有口服藥

片，是強力的抗血壓藥物，

並不適合用於治療脫髮，

若誤服有損健康，絕不能

濫用作治療脫髮的用途。

生署補充指，現已

再無口服米諾地爾藥物在

本港註冊供治療高血壓。

「鬼剃頭」是斑禿的俗稱，患者忽然大量脫髮，可以是

局部的，也可以出現幾個脫髮的小圈，原因不明，近年有證據

顯示，班禿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大部分患者在脫髮三至

四個月後，會慢慢恢復生長頭髮而毋須特別藥物治療。

坊間有不少治療鬼剃頭的方法流傳，主要是以一些物

質塗在頭皮上，包括拔蘭地酒、大蒜汁及薑片等，本會亦就此

請教專家。

皮膚科專科醫生黎湛暉表示，以拔蘭地酒搽頭的理論

是酒精能導致血管擴張，增進血液循環，除非對酒精敏感或

過度刺激皮膚，理應屬安全。然而大部分斑禿患者於發病後

數月內會自動痊癒，不需要特別藥物治療。

大蒜汁及薑片亦多用於改善斑禿。理論上塗搽後會產

生輕度刺激性皮炎來刺激毛髮生長。然而，沒有經過消毒的

草本植物，容易導致細菌感染，不要輕試。

而藥劑師崔俊明更認為，使用這類刺激物大力擦頭

皮，可能會引致皮膚敏感及發炎，甚至結成疤痕，而導致永久

性禿髮。

何謂「鬼剃頭」？

外用米諾地爾

主要分為5%及

2%兩種濃度。

頭髮膠原蛋白「神奇地」進入人體？

本會提醒消費者，切勿在外地胡亂購買此

類藥物服用。

 產品篇

成 效 欠 缺 嚴 謹 的 醫 學 研 究
佐證

專家發現，市面有售的生髮及防脫髮

產品當中很多都不是註冊藥物，不用經過

嚴格的醫學雙盲測試考驗，故成效存疑。

黎湛暉醫生表示，部分有列明成分的產品，

表面看來應該安全，但不排除有個別人士

會出現過敏反應。

生髮成分「神奇地」進入人體
有廣告聲稱毋須針筒注射，可將頭髮

膠原體導入毛囊，再配合活髮洗髮露，30日

便可有效停止脫髮，令頭髮健康再生。黎湛

暉醫生認為，理論上膠原體是龐大分子，不

能滲透進入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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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菌 不能調節免疫系統
對於有產品指溶菌 （Lysozyme）能令

毛囊生長周期延長，加強在活躍期的毛囊生

長速率，調節免疫系統，改善脫髮，而洗護可

減少油脂長期堆積在毛孔上，令荷爾（DHT）

濃度降低，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藥物教育資

源中心教育總監崔俊明指出，沒有臨床證據

顯示溶菌 可調節免疫系統，改善脫髮，而

體內荷爾蒙（DHT）濃度不能以洗髮降低。

還需更多研究支持鋸棕櫚作
治療脫髮用途

有洗頭水、按摩精華素及健康食品含

有鋸棕櫚（Saw Palmetto），聲稱能抑制5AR，

因而可減低DHT及防止脫髮。藥劑師崔俊明

指出，到目前為止，能抑制5AR的物質當中，

只有口服非那甾胺被認可用於治療脫髮。另

外，雖有初步資料顯示鋸棕櫚可能抑制DHT

的衍生，但口服或外用鋸棕櫚均未獲醫學界

認同作治療脫髮用途。

標榜是中醫藥產品卻搬出非傳
統中醫藥的理論

生署中醫藥事務部表示，部分樣本

聲稱採用傳統中醫療法或成分表列出中藥

材，但列出的原理卻又不是以傳統中醫藥理

論為基礎，故難以置評。例如，有增髮機聲稱

是融合磁療、脈沖、針灸三合一的產品，但說

明書中的「磁性能活化細胞；脈沖可擴張閉

塞微絲血管，改善微循環；而針灸可以平衡

或套餐方式，較少逐次收費。

例子一：購買套餐

新顧客到X公司，需先登記入會，再付

每月$3,000「試做價」，另外有不同套餐選

擇。套餐療程由1 個月至多個月，價錢由

$1,500至10,800，視乎每周療程數目，由每

周1至3次不等。

例子二：購買格數或點數   不同療程不

同點數

在Y公司入會後，會員會獲發一張記

錄咭，每用一個療程或服務，職員便會在記

錄咭的格上蓋印或作記號，當購買的格數

用完，便需再買才能繼續使用服務。例如每

格$300，職員建議保守估計需要購買50至

100格，即需要$15,000至$30,000。使用噴

射純氧療程後，會扣去8格，換言之，療程收

費$2,400，另使用LED光及軟激光療程，又

扣去3格，即$900，換言之，在一次療程中選

了噴射純氧及LED光，合計$3,300。

激光療法未有足夠研究支持
對於各式各樣聲稱以光學治療脫髮

的廣告，黎湛暉醫生指出，冷激光（或稱軟

有洗頭水、按摩精華素及健康食品聲稱含

鋸棕櫚成分。

賀爾蒙內分泌」，卻非傳統中醫藥理論；另

一洗頭水樣本標籤成分含有中藥包括川芎、

何首烏等，則指產品能「調節過旺皮脂分

泌，加固毛囊」，亦非傳統中醫藥理論。

 服務篇

「顧問」推銷多種療程套餐
本會職員曾到過一些生髮服務公司

以顧客身份瞭解情況，提供服務的職員大多

以「顧問」的銜頭自居，先以肉眼或放大器

替客人檢查頭髮及頭皮狀況、髮質及頭髮分

布情形，再建議客人購買「度身訂造」的療

程套餐，例如不同的治療方式和次數，或以

不同的藥水按摩頭皮或洗頭等。

當中不少公司稱以「光學」方法

治療，常見名稱包括軟激光、冷激光、

紅外線、LED光、四色光、光子活細胞

療程等，以高科技姿態推銷服務。其

他治療方法還包括噴射純氧、注射膠

原體等。再配合清洗、按摩、蒸氣焗髮

或塗搽營養液等。

不同的收費形式
多數顧問表示要做夠一定療程

數目或時間才能見效，而多推銷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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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個案
本會收到的投訴個案中，不乏有關生髮及防脫髮服務及

產品，選用此類服務或產品的消費者值得引以為鑒。

個案一：療程後情況更差  還游說客人加療程
投訴人A先生年多前發覺髮線向上移，希望尋求改善。偶

然看到一個禿頭治療中心的廣告，便約見中心負責人B小姐。經

過檢查後，B小姐表示A先生的脫髮問題只屬「小兒科」，參加該

中心的「XX酵素活髮草本療程」必定能令「一吋髮線重生」。A先

生多次查詢該中心網頁的「無效退款保證」聲稱，B小姐表示療

程一定有效，否則保證退款。

抱 一試無妨的心態，A先生參加了一個$23,000包45次

的療程，每隔一天便到中心接受約兩個小時的療程。中心提供

的「祖傳草本療程」聲稱採用純中藥，不會引致敏感，但A先生發

覺在使用一種「毛囊激活素」後，感到不適，向B小姐查詢，B小

姐表示有痕癢及輕微疼痛屬正常現象，續用無妨。可是A先生完

成大約15次療程後，發現髮線及額角不僅沒有生髮，反而更疏

落，經反映情況後，中心其中一個顧問用放大器檢查A先生頭

皮，指其情況惡化，應改分另一邊界，否則脫髮位置會更嚴重。

至第29次療程，A先生發現額角的脫髮情況惡化得不能接

受，多次致電B小姐仍無法聯絡上，唯有親自往中心尋找。A先生

向B小姐及其男友表示，做了這麼多次療程不但不能增髮，反而

令他失去半吋髮線，十分不滿療程功效要求退款。B小姐竟堅稱

療程效果「良好」，更說會多送些產品及療程予A先生，A先生斷然

拒絕。及後B小姐用了頗長時間替A先生拍照。A先生於數天後再

前往中心找B小姐，但她聲稱「老闆」看過照片後，判斷療程「有

效」，決定不退款予A先生，並表示照片沒有副本，暫不能給予A先

生。數天後，B小姐的男友致電A先生，聲稱與律師商討後，認為照

片乃公司資產，不會交予A先生，亦不會退款。

A先生深感氣憤及無奈，決定將個案交予本會跟進。他認

為該公司毫無責任感，希望當局能立法規管此行業的宣傳手

法，減少市民受騙的機會。

本會在接獲此個案後，與被投訴商號多番聯絡，最終替投

訴人取回款項。

個案二：增髮按摩機增髮不成反引致皮囊炎
有店舖職員向投訴人曾先生推薦「增髮機」，指曾先生的

頭皮較薄，可用增髮機每天兩次按摩頭皮半小時增加頭髮，並

教他把機固定在有需要增髮的位置。曾先生以$688買了一部。

曾先生使用該機一個月後，嘗試調至較強的按摩力度，可

是頭皮不久便長出瘡。經醫生診斷後，證實

曾先生頭皮患上皮囊炎。曾先生於是往

店舖查詢，店方建議曾先生服用完

醫生的藥物才繼續使用增髮機。

約兩星期後，曾先生再嘗

試使用該機，覺得頭部像火燒

一樣，非常痛楚，無法繼續使

用。他於是往店舖要求退款，但

店方以過了7日試用期為理由，拒

絕退款。

其後雖經本會斡旋，店方仍

然堅持不予退款。本會已建議投訴

人到小額錢債審裁處入稟。

個案三：預繳式消費要小心
今年初一家頭髮護理中心突然結業，本會收到110名消

費者求助。其中有消費者預繳多至8 0 次療程的費用，達

$48,000，但只使用了20次療程，公司便結業。本會收到個案涉

及的總金額超過$130萬。

消費者參與任何療程前，必須先瞭解清楚療程計劃的詳

情及有關公司的背景，避免一次過預繳太多費用；如採用自動

轉帳，簽署「直接付款授權書」前，應先細閱條文，並瞭解收款的

公司是否與提供服務的公司相同，簽署後應妥善保存副本供日

後參考。消費者在與服務供應商終止服務時，應同時向銀行提

出取消自動轉帳安排，以免因過數未有及時終止而與銀行發生

不必要的爭拗。至於選擇以信用卡或透過財務公司分期繳費的

消費者，須瞭解即使有關的公司結業，亦很難終止繳付餘下期

數的款項，原因是信用卡公司或財務公司已替消費者墊支，消

費者需要向這些公司清還款項和有關的利息及財務費用。

鑒於有關結業公司的案件數量不少，本會將所有有關個

案轉介警方處理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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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是能量很低的激光，醫學上曾有少量

研究把它用作治療雄性禿頭，但效果不一，

對能量及波長的運用沒有定論，其他光則

未有研究支持用於治療脫髮。 生署表示，

其醫療儀器管制辦公室現正推行醫療儀器

行政管理制度，但未有把光學生髮儀器納

入表列，亦沒有收到把此類儀器納入表列

的申請。

純氧治療毫無科學根據
有服務表示「為脫髮者進行純氧加上

生髮精華素的噴射，使有效成份直接注入

頭皮底層」就可令毛囊重新活躍，頭髮回復

正常生長及增長。黎湛暉醫生表示，姑勿論

「純氧」能否如廣告所說被「注入」毛囊根

部，以「純氧」治療禿頭並無科學根據。

專家總結
生署意見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附表1中，禁止

或限制發布的廣告所涉及的疾病包括任何

皮膚、頭髮或頭皮疾病。如果廣告中聲稱可

以治療這些疾病，但該些聲稱不符合附表

1第2欄中准予作廣告宣傳的目的，例如以

外用劑治療頭皮屑或以口服抗組胺劑減輕

濕疹等，就有可能觸犯該條例。

香港皮膚及性病學會黎湛暉醫生意見

除米諾地爾及非那甾胺兩種註冊西

藥成分外，坊間還有林林總總的治禿方法，

但都未通過嚴格醫學測試，成效存疑，消費

者應小心使用，以免導致金錢損失，甚至令

健康受損，例如引起過敏性皮膚炎或因細

菌感染而結疤。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藥物教育資源中

心教育總監崔俊明意見

市面聲稱可改善脫髮的產品絕大部

分都沒有醫學數據支持，效果成疑，購買此

類產品前要小心。如使用口服產品，應先認

識其成份；服用含有中草藥成份的產品前，

應先請教中醫師。外用產品方面，由於每個

人皮膚的性質都不同，所以未必適合所有

人士使用。

此外，雖然米諾地爾和非那甾胺已獲

認可作治療脫髮用途，但使用時仍需留意

禁忌、副作用和注意事項。市民如有任何疑

問，應即向醫生或藥劑師查詢。

香港中醫學會副會長黎照環中醫師意見

脫髮的原因很多，主要有血虛腎弱、

營養不良、脂溢性皮炎、年老體弱、傷寒病

後，腫瘤化療後、斑禿、劣質清潔劑及精神

壓力等。

除一般斑禿能慢慢自行痊癒外，其他

脫髮一般不易治療，中醫多會辨證論治，作

出整體與局部治療，若發覺病人因精神壓

力而導致脫髮，還需適當的心理輔導。

脫髮病人須注意保持良好生活習慣：

● 營養均衡；

● 保持精神鬆弛，輔以適當的頭部按

摩；

● 睡眠充足；

● 大、小二便暢通；

● 切忌煙酒；

● 不適宜以過強的手段清潔頭部，包

括以過熱的水或過強的洗髮乳洗頭；

● 對某些脂溢性頭皮炎脫髮，傳統的

中藥材「茶籽頭」洗髮劑算是安全及有一定

效果。

由於病因繁多，治療亦不容易，因此，

對於坊間所謂醫治脫髮的產品，實在難以

作出評論。

形形式式的「光學生髮科技」均未有足夠科學證據支持。

專家指純氧治療禿頭毫無根據。




